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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個人尊貴 Party 彩妝班 
12 月 16 日邀請 Fiesta 公司 

的化妝師為同工舉辦「彩妝 

班」，希望同工能於不同的 

派對中運用技巧，課程內容 

教導教授各類化妝、髮型造 

型及整體形象塑造技巧。 

本會在 1月份在香港教師中心分別舉辦「瑜

伽」及「韓流舞蹈」班。希望透過不同課程，

幫助同工改善血液循環，糾正日常不良姿勢，

強化深層肌肉，以緩解各類慢性疾病，同時透

過輕鬆舞蹈、提高身體協調及心肺功能。 

瑜伽班及韓流舞蹈班 

婚禮是人生大事，一個夢想的婚禮能令一對新人畢生難忘。 

要籌備一個這樣的婚禮，需要有完善的準備及良好的策劃技 

巧。 

  

於 2月 2日本會邀請專業的婚禮統籌師李家輝先生為 80名  

同工於香港教師中心舉辦「如何籌備一個夢想的婚禮」講 

座，講座的主題是教導籌備婚禮的基本知識，婚禮預算之建 

立及管理、婚禮日流程管理以及婚禮籌備小貼士及心得等

等。使同工日後可輔助自己、朋友或親戚的婚禮參與及籌劃。 

  

本會希望講座能夠讓新人夢想成真，策劃一個畢生難忘的婚禮，回味一生。 

如何籌備一個夢想的婚禮 

學校安全與法律知識講座 
於 1月 19 日，本會邀請了香港資深教育工作者陳德恆先生， 

為同工於香港教師中心舉辦「學校安全及法律知識」講座。 

 

當日出席的同工眾多並且十分踴躍投入講座，講者對學校安 

全與法律知識甚有心得。本會希望透過此專題講座為教師講 

解校園突發事件的預防及處理，當中學校所涉及的法律責任 

。從而分析同工的責任和可能會發生的疏忽。陳先生提醒學 

校必須檢視或制定學校危機指引，進一步確保同工對不同個案的正確處理手法。 



 

近年學校越來越重視每節課堂設計與效能，但要怎推動 

及提升呢？同時如何發揮學生自主學習充分提升的他 

們的課堂效能，葉祖賢先生將於講座中分享學校如何制 

定校本設計、老師善用資源、同儕備課等，令學習主體 

作用充分發揮，影響彼此的學習，引導學生建立新思 

維、培養獨立思考及批判能力。 

 

日期：2013 年 3月 23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1時至中午 12時 30 分 

地點：九龍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 

報名方法：於香港教師中心網頁<http://hktckln.hktc.edb.gov.hk>報名 

2013 年教育會議 

尊敬的老師： 

海南島，位於中國雷州半島的南部。從平面上看，海南島就像一隻雪梨，橫臥在碧波萬頃的

南海之上。環海南島四週，海濱風光旖旎秀麗，從瓊島門戶的海口市，有雷瓊海口火山群世

界地質公園、呀諾達雨林文化旅遊區、亞龍灣中心廣場及鹿回頭山頂公園等名勝古跡。而亞

龍灣海灘，如今以其得天獨厚的自然風光，以“東方夏威夷”的美名，飲譽中外。 

 

本會為增進教師們對海南島教育發展情況了解及向不同地區教師推廣本港教學理念和經驗以

促進兩地教師的專業發展，本會將於復活節期間舉辦海南島考察專業發展交流團。現邀請您

一同前往參觀和交流。 

 

出發日期：2013 年 3月 31 日至 4月 4日(共 5日)   

團費：$2500(永久會員)、$2700(普通會員)、$3000(非會員)   

*團費已包括：機票燃油稅、印花稅、導遊小費及所有景區門票，但需自行購買旅遊保險。 

名額：36名 

歡迎男女教師參加並以未參加過本會所舉行的交流團者及本會學校代表聯絡員優先 

報名方法：由於名額有限，如有意參加可到本會網址<www.hkwto.org.hk>下載參加表格或與

本會聯絡 27877311。 

截止日期：3月 15 日 

付款方法：可入數方式交付團費或到會址付款。 

銀行帳號：208-0087-22-001       開戶銀行：恆生銀行 

入數後請把入數紙傳真至 2787 7312。 

 

如有查詢，請與本會幹事楊小姐(27877311) 聯繫。 

2013 年復活節海南島專業發展交流團 



 

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提到特殊教育將會是未來教育政策的重點之一。在未來五年內，當局除

了預留款項為取錄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主流中小學改善設備外，並會提高學習支援津貼上限，從

每年一百萬提高至一百五十萬，又加強師資培訓，由每所學校一成教師獲得 30小時有關訓練外，

提高至一成半。 
 

從字面上看，在改善建議方面著墨不多，也沒有具體的計劃，更未有考慮現時學校的實際需要，

以及過去推行融合教育所遇到的困難。此外，覆蓋的範圍祇是官津學校，未有提到直資學校。 

 

香港融合教育開始於 1997 年，當時教育署分兩年推行先導計劃，為參與的學校提供額外資源及

師資培訓，並設立特別小組，為教師提供支援。收納的學生有五類，包括身體弱能、聽覺受損、

視覺受損、輕度弱智及自閉症。 

 

在此之前，個別學校已開設啟導班，為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如過度活躍、亞氏保加、讀寫障礙

等，以分離教育方式上課。而本校亦曾經推行個別學習計劃 IEP，為少數同學提供支援，但成效

不大，主要原因是 SEN 學生數量不少，約佔全校學生總人數七分之一，而資源及教師人手不足，

因為直資學校所獲得的津貼及支援，較津校為少。 

 

本校是一所參與直接資助計劃的小學，為解決存在的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問題，本校過去兩

年，已自行聘請駐校教育心理學家，為 SEN 學生提供支援，包括個別輔導，按年級和需要成立不

同的小組，舉行家長座談會及講座等，又增設資源老師，加強照顧學生的學習需要。但我們還遇

到不少困難，除了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較多外，尚包括教師的流失，經驗教師不足及家長未能

全面配合等。 

 

在承受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數目方面，普遍香港學校已吸納不少此類學童，包括情緒不穩，過分自

我的行為，以及過度活躍、讀寫障礙等。近年來，一般學校管理層都投放不少資源，也動員了大

量的人力和物力，情況才得以改善，教師的壓力才得到暫時減輕。但是，隨著社會的改變，資訊

的急劇發展，科技的突飛猛進，引致人類在適應的過程中，造成極大的偏差，對新一代的影響尤

其嚴重，兒童年紀小小便已出現行為問題，加上許多父母會主動帶孩子接受識別測試，有關數字

不跌反升。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就是過往一兩年學校小一報名在甄選後，於第一年的小一識別測

試中，仍發現不少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原因是有些父母不會透露孩子的學習問題，加上教師 

在這方面缺乏認識，不能一下子分辨出那些學生是有特殊學習需要的。 

      

對施政報告提出增加特殊教育資助的意見 
 高惠娟校長 



 

在教師流失方面，每年的員工離職，當中也包括了曾受過特殊教育訓練的老師，對於團隊穩定

性，以及政策的持續推展，帶來了很大的衝擊。相比津貼學校，教師的待遇較有保障，政府的

資源也相對較多，故人手變動不大。教師流失除了造成人才短缺外，更因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

生普遍傾向穩定的學習環境，對原有的老師會產生依賴的感情，一旦換上了另一位老師，即使

是崗位上的調動，也會引致他們情緒的波動，帶來許多突發的行為問題，這種情況是屢見不鮮

的。 

 

再有另一個例子，某些學習或行為上之問題，會隨著學生年齡增長而減退，但有關現象，需要

有經驗的老師們才可發覺，也懂得如何去接納和有效地處理一般人認為棘手的個案。可惜的

是，因為教師流失，有經驗的老師相繼走了，接手的新老師，往往束手無策，甚或對有特殊教

育需要的學生產生誤解，以為他們不肯努力，不能專心上課，又故意破壞課堂秩序，以致不敢

面對現實，造成逃避的心理。 

 

融合教育在外國十分成功，但在香港推行十多年，卻未能得到老師的普遍認受，除了因為教育

環境的改變，課程的改革，社會人士的問責，以及家長的要求等，還要面對師資缺乏和培訓不

足的問題。因此，融合教育計劃應要作一個全面的檢討，制定長遠的策略，而非不斷的增撥資

源，未能針對問題的迫切性和學校實際需要而作出有效的解決方法。 

 

「融合教育」推行多行，各方對「融合教育」帶來的實際效益，孰好孰壞，毀 

譽參半。但無論如何，教師所付出的勞力及心力，應該要肯定的。 

 

自推行融合教學後，教師遇上很多意想不到的難题。教師面對有特殊需要的 

學生，有時真的束手無策。大家在想：只要教師接受一系列的在職訓練後，

再本著有教無類、愛心、關懷及接纳等正面態度，再教導其他學生關愛共融友愛的精神，彼此

和睦相處，校園生活該樂也融融。 

 

當然，教師真的進入课室時，實際情况絕非那麽簡單。部分有特殊需要的學生，有時真的極難

處理。如一些情绪容易失控的學生，他/她或者突然高聲大叫或大笑，又或者會隨時站起來，

衝出課室，甚至可能會動手襲撃同學或教師。很明顯，不是一句包容及關愛，便可解決問题。 

 

筆者見過不少同工，如何竭盡心力，教導及照顧特殊需要學生。他們視學生如子女般，貼身照

顧，經常陪伴左右，天天留在自修室輔導他/她溫習功課至晚上六七時，待家長到校接放學。

老師回家後，吃過晚飯，又致電家長，跟進學生在校表現。這不是一兩天的事，是整個學年，

天天的例行工作。對一些過度活躍或情绪問題的學生，也非一人可以處理，不少沒有任教的老

師，只要沒上課，便隨時準備，一旦學生情绪失控，便協助任教老師，協導有關學生，讓課堂

得以順利進行。事實上，以上的例子絕非什麼特別事例。筆者相信，只要有教授過有特殊需要

的學生，大部分同工，都是如此。 

 

作為教師，當然堅信 “All children can learn”，但如何實施，如何讓學生真正受惠，不

能只說理想而已。教師如何盡心盡力，都是可應付一兩個學生。教師願意陪伴每個學生學習及  

成長，然而，他們的時間是有限的，精力也是有限的。 

 

伴你同行 何慧貞 老師 



 

親愛的女兒︰ 

 

接到你的來信，既驚訝，又感動，在這講求速率的時代，人們多依靠電郵、短訊，甚至 Whats 

App 來聯繫的時候，你竟願花費珍貴的時間寫這封信給我，令我怎能不感驚訝；此外，我現在

才發現，女兒，你實在是多麼的關心媽的心情和極想體察我工作及瞭解我在工作上遇到的難

題……，媽的心真為所動！ 

 

來信問及你自不同資訊及傳媒中，得知北區小學小一學額不足的問題，令區內的小學校長十

分苦惱，作為一位區內校長的媽媽，你極想知道我究竟遇到的是怎樣的難題？這難題有什麼

出路？ 

 

我想你應該瞭解一點有關本區的歷史背景。媽在北區工作已有相當 

的日子，看著這個地區的發展，看着人口增加、減少又增加，在這 

跌盪中，學校及學生的人數亦在變動中，小學的數目由最鼎盛的五 

十多間減去了一半，由於學生人數不足，只餘下二十多間。中港交 

通的發展及中港的婚姻令不少小孩出生，居於深圳的小孩父母為了 

要接受港式的教育，會把孩子送回香港讀書，在當日只有羅湖及文 

錦渡等海關影響下，北區因接近上述的關口，便成為他們選擇的先 

決學校地點，學生就通過這些口岸運用不同交通工具進入北區讀 

書，再加上他們本身是擁有在港人入讀的權利，學校是不能拒絕收 

納他們入學，至此，每年到港入學的學生人數逐年增加。近年由於 

幼稚園的學券制，中小學的車船津貼的放寬及內地教育政策的改變 

及收緊，到本區入讀學生人數颷升。為了解決學童過關的問題，近

年來，本區的官員們，學界，甚至褓姆車負責人等均已作跨部門的討論。媽媽與區內的小學

及幼稚園校長，每年都會參與一次這類相關的商討會議，希望為學生尋求良策。 

 

誰料到交通問題在這短短數年間，學位緊張的問題急速彈升，竟凌駕於交通問題上，女兒呀！

作為孩子的爸媽，有誰不想子女在家居附近上課易於照顧呢！教育局在派位資料上，亦有顯

示就近上學的安排，可是因為北區學位的不足，特別上水(80 網)近年來已向粉嶺甚至大埔借

取他網的學位，以解燃眉之不足，不過派往大埔的有不少北區居住的學生，為此，我們北區

學校亦想盡辦法，增加收生，令安排派往大埔學童能重回本區 

上學。教育局每年都會與北區小學校長開會思量解決方法，加 

班又加人的策略已是經常性的處理策略，可惜人數實在有不少 

，加上近年「雙非」學童的問題，大大的增添了學位的壓力， 

以致本年不足的學額竟然超過千多之數，這真是一個駭人的數 

字，對此尋求解決的方案，實在是迫近眉睫。 

 
 

給女兒的信 

校長 媽媽 



 

加班加人上面已談及，已是司空見慣，不過，今年實在困難， 

可加班的學校實在有限，本來有四所村校早年前已獲准，可在 

校園內增設臨時課室以便解困，可惜原定於一二年九月完成的 

工程，至今仍未起步，這又怎麼辦呢？另一方案－活化村校真 

也能有幫助嗎？ 

 

 

女兒呀！媽的學校不是不關顧他們，而是已盡了能力，但我們也要往深層多想一下，學校盡

量加班加人數真是解決了問題嗎？事實上，有很多潛在於背後的問題，現在漸漸地浮現眼前。

首要的是教學質素的問題，班內學生多了，在教學照顧上有一定程度上的影響是避免不了。

接著學生訓輔問題也應運而生，對教學及教師均造成壓力。教師要多花時間處理學生問題，

再者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近年增加不少，令教師們更是百上加斤，媽只有多鼓勵及支持同

事努力面對及以團隊方法去克服和處理上述的需要。尚有一些問題都值得關注，就是非教職

員的工作，處理增多的學生，即是要處理更多的庶務工作，比如日常事務工作，代學生申請

津貼等，都不能小看。在教育局沒有資源調配給我等學校時，我們只有從現有資源中設法去

調配，以滿足需要，此等衍生的問題，林林種種，非三言兩語可向你訴說！ 

 

對於跨境的學童，無論「單非」、「雙非」、「全非」等，在港就學對學校在行政和教學方面的

處理都要花費不少心力及勞力。在學校來說，中洗兩地的小孩都是中國人，是自己的學生啊！

便要好好地教育他們，好好地照顧他們，一個也不能少！ 

 

北區小一學額的問題，年年出現，我等校長們均希望教育局能有長遠的策 

略，具體的方案才是。在這個社區工作了一段頗長的日子，已成北區人，心 

繫北區，極想居住在這裏的小孩能在本區住得好學得好，有自己的前途理 

想，女兒呀！誰家父母不是都同有此心，何況作為校長的媽媽呢！希望在接 

受加班加人的環境下，特區政府及教育局能體諒學校的需要，增加現有資 

源，減輕學校的負責，保持北區學子的學習質素，產出一定水平，回饋北區 

及回饋香港。 

 

絮絮叨叨的一大番話，不知你能瞭解多少，但是，媽是想你能對此有一點理解，明白我等北

區小學校長的苦心及無奈！感謝你信中對媽媽的關心、支持和窩心的問候！ 

 

祝 

安好！ 

 

媽媽於二零一三年 春天 

 



 

對於增加現時入讀大學學位 18%的政策，社會人士尚有不少爭議。 

有反對增加的聲音認為如果增加大學學額，變相造成大學畢業生失 

業、大學質素不保、以及教育經費開支增加等。以上所言不無道理， 

但作為教育工作者的我們，職責究竟是保持大學的質素？還是透過 

高等教育培育人才以保持社會的素質呢？ 

 

18%已是 1988 年的政策，要持續發展香港成為知識型社會，這個政 

策卻完全不著邊際，況且，以現時中一派位機制第一組別的學生約 

佔 33%來計算，當中不少可升讀大學的卻被拒諸於門外，只因我們 

仍停留在二十多年前的思維，這實在令人歎息。今天，世界先進的 

社會致力培育高學歷人士，引王易鳴的文章指出新加坡將於 2015 

年把大學入學率提升至 30%，到 2020 年更以提升至 40%為目標，香

港的高等教育究竟是寬路？還是窄路？是向前？還是倒退？  

 

長遠來說，增加大學學位是百利而無一害的，除了有利社會發展，對提升香港的大學在世

界的地位也非常重要，只有培育更多人才，大學才有更多高水平的研究、有更具創恴的發

明，從而更有利吸納精英和專才推動香港、甚至國家向前發展，實在是多贏善行。至於對

今天的香港現況來說，當中大學畢業生女生的比例已超過整體一半以上(參閱表 1)，一般

男生比女生成熟得較遲，倘若不開放大學入學率及改變中一派位機制，男生的發展機會將

會進一步被矮化。 

 

大家都認同社會總有不同行業及工種，可惜華人普遍對職業存 

有階級及尊卑的觀念，因此以學歷定職級，以職級定工資，以 

工資定社會地位，以社會地位定個人命運。由於學歷低，工資 

被剝削，今天活在最低工資的工人是命運嗎？是讀書能力嗎？ 

我們也認同這個制度嗎？我們有否助紂為虐地協助既得利益者 

把剝削合理化嗎？我們也是既得利益者以保障自已既有的利益 

嗎？如果我們相信知識可以改變命運，那麼，我們必須敞開升 

讀大學的大門，讓更多人得到公平受教育的機會。從前受過數 

年中小學教育，識幾隻字或者「學門手藝」便能在社會中闖出新世界，甚至攀上富豪地位；

但是現今世界瞬息萬變，除了認知識字，還要適應力強、具創新思維、批判能力、以及具

人文素質等，如果只有少數精英帶領民眾面向錯綜複雜的世界實在是舉步維艱，只有更多

莘莘學子得到高等教育的培育，貧富不均才可以拉近，人民的素質才可以提升，生活才會

更幸福，當然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將會被削弱。誰能先天下之憂而憂呢！ 

高等教育是窄路？還是寬路？ 
程秀慧  老師 

歡迎投稿 
來稿可傳真至 27877312 或電郵至 hkwto_2006@yahoo.com.hk。一經刊出，謹致紀念

品。本會保留轉載、刊登及修改之權利。投稿或對刊物有任何意見， 

請聯絡我們。 

 



 

歡迎老師透過本會找尋代課教席，老師只需填寫「申請代課老師登記表」當有學校需要代課老

師時，本會將轉介給學校。如有查詢，請與本會聯絡，電話：27877311(楊小姐)。 

如貴校需要聘請代課老師，本會亦可提供服務。貴校只需填寫「學校聘請代課登記表」，如有

適合的教師，本會將轉介給予貴校，同時貴校可透過本會網頁發佈聘請消息。如有查詢，請與
本會聯絡，電話：27877311(楊小姐)。現可透過本會網頁<www.hkwto.org.hk>下載此表格。 

誠邀委任學校代表聯絡員 
誠意邀請校長能委任或推薦學校的一位女教師作本會的聯絡代表，希望她能作為橋樑把本會的

動向消息、會訊、舉辦的活動和交流團等資訊，傳遞給同工們以及把前線的聲音向本會反映。

同時希望校長能給予本會指導和支持，使我們可以完成有意義的事工。如有查詢，請與本會聯

絡，電話：27877311(楊小姐)。 

現可透過本會網頁<www.hkwto.org.hk>下載相關表格。 

到校服務 
本會自 2009 年推出到校服務後，深受學校歡迎，現在服務超過 20 間學校，希望同工透過不同

工作坊、講座或興趣班可提高專業知識，同時促進身心健康，相信各專業人士的經驗及分享，

同工能夠從中得着啓發，更有效地支援教師、學生及家長的健康成長。如有查詢，請與本會聯

絡，電話：27877311(楊小姐)。 

現可透過本會網頁<www.hkwto.org.hk>下載相關表格。 

~會員服務~ 

學校巡迴舞蹈表演服務 
本會舞蹈師鍾秀慧導師現可為本會會員學校提供舞蹈表演，鍾老師於 2000年成立 Zoom Revolution公司，

至今已有 10年之多。她及其下導師教授舞蹈表演藝術有多年經驗。與各中小學校及幼稚園、青少年社區

中心、政府團體、慈善團體及商埸等機構合作伙伴教授各類型舞蹈及為不同機構作多方面類型之表演，如

中西方現代舞蹈、戲劇、歌唱、模特兒舞台訓練、化妝、時裝及舞臺設計等等課程。現為配合社會需要及

推廣舞蹈。 

 

現願意為學校提供舞蹈巡迴表演，該舞蹈故事內容講述青年人 Sam 與隊友積極備戰，準備參加街頭舞蹈大

賽，但一天 3位隊友因家人及老師反對街頭舞卻離他而去，留下他獨自帶領其餘隊 2位隊友在舞蹈團。他

為了向其他舞蹈員負責及向自己證明他有能力面對這個困境及別人對街舞負面改觀，堅持繼續練習參賽，

當中 SAM 面對家人及老師反對以及當綵排的地方也沒有了，他終於徹底地泄了氣。此時他遇上一位曾在舞

蹈學院教授街舞的 TIM ，願意借出地方讓他們練習，但在舞蹈學院內，但 Tim 條件要 Sam 令舞蹈學院內

只會跳芭蕾舞人能一齊去比賽 ,他發現要讓自己的街舞隊員與原來的芭蕾舞學生好好共處並不是易事，更

遑論將兩種舞蹈的精粹合而為一種種問題 SAM 能否令芭蕾舞學生以及家人、老師對街頭舞負面既人能認同

街頭舞正面呢.....我們就用街舞改變令對街舞負面.....來起舞吧！ 

如有查詢，請與本會聯絡，電話：27877311(楊小姐)。 

申請代課登記服務及學校聘請代課登記服務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六 星期日 星期五 星期四 

Funky Dance 

下午 

4:45~5:45 

印度舞 

下午 

5:15~6:15 

普拉堤 

伸展瑜珈班 

下午 5:00~6:00 

 

現代排排舞 

上午 

9:30~10:30 
10:45~12:45 

 

化妝護膚 

美容班 

上午

10:00~1:00 

爵士舞 

下午 

5:00~6:00 

K-Pop Dance 

下午 

5:00~6:00 
中國扇舞 

下午 

6:00~7:00 

Funky Dance 

下午 

6:30~7:30 

普拉堤 

伸展瑜珈班 

下午 6:15~7:15 

 

肚皮舞 
下午 1:00~2:00 

下午 2:00~3:00 

下午 2:00~3:00 

面部穴位 

刮痧班 
上午 

10:00~12:00 

Funky Dance 

下午 

6:00~7:00 

Funky Dance 

下午 

6:00~7:00 

現代排排舞 

下午 

7:00~8:00 

Funky Dance 

下午 

7:30~8:30 

肩頸腰治療

伸展瑜珈班 
下午 7:25~8:25 
 

Funky Dance 

下午 

4:15~5:15 

DIY 護膚品製

作班 

下午 

2:00~5:30 

Funky Dance 

下午 

7:00~8:00 

肚皮舞 

下午 

7:15~8:15 

現代排排舞 

下午 

8:00~9:00 

印度舞 

下午 

8:45~9:45 

Funky Dance 

下午 

8:40~9:40 

K-Pop Dance 

下午 

5:15~6:15 

保健及按摩

工作坊 
下午 2:00~4:00 

 

Funky Dance 

下午 

8:00~9:00 

肚皮舞 

下午 

8:15~9:15 

上課地點：旺角會址(旺角西洋菜南街 101 號金德行 4 樓) 每班名額：8~10名 

費用：$240/4 堂(1小時)、$360/4 堂(1.5 小時)      報名/查詢：27877311(楊小姐) 

 詳情及開課日期可瀏覽本會網站(www.hkwto.org.hk)或請致電本會(電話：27877311) 查詢及留位。 

 會址興趣班活動歡迎各位同工參加及款項一旦繳交，恕不退還及延期。 

 同時歡迎您們自組興趣班： 
本會歡迎您們自組興趣班，只需相約 9 位的親朋，自選日期、時間及喜歡的課程，我們便會為你們配對

專業的導師，你們便可以盡情享受與好姊妹、好同事等學習的樂趣！這個服務可以令你們嘗試不同的興

趣及彈性善用餘暇。只要是你們想學的課程，我們都可配合！ 

費用：$240/4堂   報名/查詢：27877311(楊小姐) 

 肚皮舞(絲巾) 

 

 肚皮舞(翅膀) 

 

 肚皮舞 (柺杖) 

 

Funky Dance 

 

 扇舞 

 瑜珈 

 

 爵士舞 

 功夫扇舞 

 
 中國舞(搖鼓)  現代排排舞 

 中國舞(絲巾) 

 DIY護膚品製作班 

 



 

個人資料: ( 請以正楷書寫並必須填寫所有項目 ) 

中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身份証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生日日期:__________月_________日 

住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任職學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已退休 

學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選擇你的聯絡方法: □ 住址 □學校 □ 手提電話 □電郵 □其他__________ 

職位(任教科目)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教師註冊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手提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育程度 : 

□ 中學      □ 大專      □ 大學        □ 研究院       □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 

年齡組別 : 

□ 21-30     □ 31-40      □ 41-50       □ 51-60        □ 61 或以上 

會員類別 

□ 永久 (HK$200)          □ 普通 (年費 HK$20)          □ 轉為永久會員(HK$180) 

介紹人: 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 :_________________ 

· 請填妥各項，並請將表格傳真至 ２７８７７３１２及於七個工作天內寄回會費支票。 

· 會費請用劃線支票繳付，抬頭寫「香港女教師協會」，並寄往九龍旺角西洋菜南街 101 號金德行 4 樓。 

(支票背後請寫上姓名及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由執行委員會填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聯絡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會員編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繳交會費 : □ 已繳交銀行名稱及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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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女教師協會」，由一班從

事教育工作及對香港教育發展

有承擔的女教師組成，宗旨為維

護女教師的專業權益、關注她們

的專業需要及所面對的問題，同

時提升女教師的專業水平、地位

及發展，以促進香港與海內外教

師的專業互動，會方多次舉辦專

題研究、講座、工作坊及相關的

訪問團。先後訪問上海、深圳、

安徽、廣西、南京和湖北等省

市，進行專業交流發展。此外，

本會亦經常就當前的教育議題

進行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客觀及

公正地反映前線教師的心聲及

促進當局改善香港的教育發展。 

 

本會設有會址，定期舉辦不同的

專業講座、工作坊及多類型的興

趣活動。讓會員們可以提升專業

知識和善用餘暇，盡情放鬆，以

促進身心健康。另外本會亦定期

於香港教師中心舉辦專業講座

和各種興趣班，讓老師們加強彼

此聯繫和增進知識。 

 

誠邀您加入我們的執委會，讓我

們一起努力為前線同工共謀福

，為我們的香港發光發熱。 

 

本會的執委會於每月的最後一個

星期日下午四時至六時舉行每月

例會。您亦可以先列席參加會

議。若希望出席例會，請與幹事

楊小姐(2787 7311) 聯絡。 

 


